
小苏打+醋

生活小妙招

用“小苏打+醋”进行清洁，更轻松、更放心

迄今为止，小苏打的使用方法在很多杂志和书籍中都介绍过，想必已

经广为人知。既环保又用途广泛的小苏打，受到很多仁的亲睐。但是

只有用小苏打又的污渍还是难以祛除。本书中，对非常难对付的污渍，

推荐使用“小苏打+醋”的组合。醋的杀菌作用很早就被人们认知，

再跟小苏打一起使用，任何污渍都无处可藏。



为什么要居家必备小苏打

蔬果残留农药，通常的办法只有多泡水，一项新研究发现，竟

然只要一包几十块钱的小苏打粉就能去除残留农药和自来水中的氯

气，带您一起看看专家的研究。

蔬果农药残留问题，连政府农政单位都只能劝大家多泡水。朝阳

科技大学陈耀宽博士却发现一个极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小苏打粉。

小苏打粉一汤匙泡水，水变成微黄颜色，再把水果蔬菜放进去清

洗. 专家：「这样浸泡 2到 3 分钟就 OK 了，就可以吃了。



2 分钟去掉农药，再看看它怎么去除自来水中的氯。

小苏打粉这么神奇，能除农药又能除氯，专家说其实这很简单，

小苏打粉其实就是碳酸氢钠粉，化学式是 NaHCO3， Na 是钠带正电，

放到自来水里面，会跟水中带负电的氯结合变成氯化钠，也就是盐巴，

这解决了自来水氯毒的问题。

再来就是 H 氢，氢带正电加入水中会结合带负电的水分子 O2，

变成 OH 弱碱水，一般大部份的农药都是酸性，因此弱碱水中和酸性

之外，还能加速去除附着在蔬果上的农药。

专家强调，小苏打粉还有一个妙用，烫青菜前加一点，可以防止

叶绿素流失，烫好的青菜比较不会变黄。



小苏打洗脚治高血压

以前笔者的亲戚血压经常处在 180/90 毫米汞柱左右，吃各类降

压药，多方治疗效果均不明显，后经一老者介绍，用小苏打洗脚，血

压慢慢地降下来了。

方法是：把水烧开，放入两三小勺苏打，等水温能放下脚时开始

洗，每次洗 20---30 分钟。

洗 5 次后就很见效，至今已有 10余年了，高血压一直未犯。

小苏打(Baking Soda)是商业上的名称，小苏打它可以自然地分

解、无毒性、不会污染环境，而且刺激性很低不刺激皮肤，一般碳酸

温泉水中就含有很高成份的碳酸氢钠、对人体完全无害，没有健康或

安全上的顾虑，举凡食物调理、糕饼制作、环境清洁、除垢、除臭、

医药等，都用得到它，几乎是种万能的物品。

由于用苏打粉洗东西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几乎不需任何技巧，而

且冲洗时非常省水，不仅不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小苏打的除

臭效果非常好，因此美国人就经常将其运用在家事或料理上，而在日

本，使用小苏打也慢慢被利用于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对于去除居家环

境污垢或是臭味，甚至是其他功效来说，小苏打可说是实现 优质生

活的必备利器，目前在美国、日本都有许多团体推广使用小苏打来做

居家清洁。



小苏打几乎到处都买得到，如果要运用在料理上的话，记得选择

买食(药)用的小苏打。

如果是用来打扫、清洁、洗衣，虽然也可以使用食用的小苏打，

但是我建议你不妨购买价格低廉，容量也较多的工业用小苏打(有些

药房亦可购得)，较为符合经济原则，以及环保的诉求。

小苏打用途范例： 烹饪调理

小苏打除了用作糕饼之外，如果烹煮食物把醋误放太多时，可在

锅中加点小苏打把酸味中和掉;水煮或炒青菜时，在锅中加点小苏打，

煮出来的青菜会格外青翠。

如果觉得胃部灼热，甚至疼痛，或有呃酸的现象时，可以一小匙

(约 0.5 公克)食用小苏打，加一杯(约 200CC)温开水，缓慢喝下(有

点咸味)，过一阵子，会有胃酸与小苏打中和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气

体从口中逸出，所有的症状立即可以获得舒解。

放洗衣精的同时，可试着倒入 2/3 量米杯的小苏打粉，可以增强

洗净力，让衣物洗得更干净，且不会伤衣料。衣领、袖口

将适量的小苏打，溶于约摄氏 5、60 度之热水中(以下皆同)，同

时搓点肥皂用来洗衣领、袖口上的污垢，效果绝对比任何清洁剂都要

来得好而且又快速。



将抹布沾小苏打溶液后拧干，用以擦拭门窗、门把、厨房、冰箱、

流理台、卫浴设备、地板、洗脸盆、金属水龙头....等各种设备，然

后再以拧干的清洁湿抹布擦过，即可使冰箱、流理台、金属水龙头...

等，永远保持光亮如新。

将橘子皮或是橙子皮入锅中，加水覆盖煮沸后，以小火煮约 15

分钟，然后再加苏打粉，水和苏打粉的比例大约 200：1，就可以用

来擦拭餐桌，甚至比较油腻的排 油烟机或是瓦斯炉。一擦就干净，

还带有淡淡的水果香，而且让我们在清洁环境时，避免毒害污染，又

可以废物利用，何乐而不为呢?

家中如果有正在成长中的小朋友，他们的很喜欢用蜡笔到处乱涂

乱画，而造成污迹无法以水去除，用油漆溶剂虽可去除，但此法会剥

去涂料而使表面受损。如果改用小苏打则最为适合，可将拧干的湿布

沾些小苏打用来擦拭，即可丝毫不伤家具，把蜡笔污迹完全去除。

小苏打粉是超好用的天然除臭剂，如果你常用小苏打溶液当清洁

剂清洗餐具、炊具时，可以避免洗槽排水产生臭味;若排水管堵塞时，

可将一杯小苏打粉倒入，再注入热水，就可解决!

以抹布或植物菜瓜布沾小苏打溶液洗涤碗筷餐具，可迅速而切实

的除去油污，冲洗又容易，不但省水，而且又不虑有清洁剂的残留问

题，因为它也可以吃，完全无毒，所以纵使没充分冲洗干净也无所谓。

8:清洁抽油烟机



将小苏打膏涂在抽油烟机脏污处，静待一会儿，再怎么顽强的油

垢，都可以擦拭干净。

在砧板上洒上一层小苏打粉，再用刷子刷洗一下就可以，不但可

去除砧板上的污渍，而且还能除臭。

以微湿的手指或海绵沾取少许小苏打粉，用以擦拭沾有茶垢的部

分，就可轻松去除茶垢，效果绝对比任何方法或清洁剂都来得快速，

而且完全不会刮伤杯子茶具又省水。

将抹布或拖把浸入小苏打水中，扭干后再擦拭地板，再将拖把以

清水洗净，然后擦拭一、二遍即可。

隔了一段时日后，计算机键盘、电器开辟盖板上常形成一层难以

去除的黑垢，若将布浸入小苏打水中，扭干后用以擦拭计算机键盘、

电器开辟盖板，然后再用拧干的清洁湿布擦拭一或二遍，即可轻易地

焕然一新。

微波炉用完后常会有些残余的食物痕迹和气味，由于不方便用太

多水清洁，所以如果用洗洁精擦拭，就很难彻底洗净残留的清洁剂，

如果用小苏打溶液润湿的抹布擦拭微波炉的内部，稍待一、二分钟，

再用清洁的湿布擦拭一遍，不但可以清洁内部又可以消除异味，也不

用担心有残留清洁剂的困扰。



电磁炉表面常会有些加热食物时所溅出的菜汁，以及日久后油烟

与灰尘的污垢，如果用小苏打溶液润湿的抹布擦拭一遍，稍待一、二

分钟，再用清洁的湿抹布擦拭一次，即可保持清洁光亮如新。

厨房的垃圾桶常有一股臭味，如果在垃圾桶里，撒些小苏打粉，

不仅可以消除这个恼人的臭味，更可抑制造成臭味的微生物繁殖。

将小苏打装罐放到冰箱或车内，可使所有的臭味完全消失。

任何芳香除臭剂都含有伤害中枢神经的化学溶剂成份，像我对这

些芳香除臭剂就很敏感，闻了之后很难受，因此，最好少用，可用开

口容器装些小苏打粉代替，置于鞋柜、衣橱角落，约每三个月更换 1

次即可，效果绝对不比一般除臭剂差又无毒。

穿鞋之前，先在鞋内洒些小苏打粉，不但可以避免脚臭的发生，

而且将来洗鞋子时，其内部也更容易清洁。

只要将小苏打水喷洒在叶片上，再以湿抹布擦拭，可使盆栽的叶

片充满光泽;用较为稀释的小苏打水浇于绣球花根部，可以使其开出

的花色更为深蓝。



活用“小苏打+醋”的发泡作用，

彻底清除顽固污渍！

把小苏打和醋一起用于清洁时，他们会发生化学反应，冒出很多

小泡泡。这些小泡泡，就是把污渍清洗掉的强效“武器”。另外，在

小苏打清洁作用的基础上，在喷上雾状的醋，就可以取得良好的抗菌

效果。

使用“小苏打+醋”进行家庭清洁，不但可以祛除污渍，还可以

取得抗菌作用。



“小苏打+醋”的清洁秘诀
发泡作用和抗菌作用

“小苏打+醋”的组合，让清洁效果倍增。这个组合主要又

两大作用：利用了小苏打和醋发生的化学反应的“发泡作用”，

利用了使用喷雾器在表面喷涂醋的“康菌作用”。如果我们能够

分清两者的不同并加以妙用，家庭清洁就会变得更加简单轻松

了。

了解小两种作用



的特点

发泡作用=利用小苏打和醋的化学反应 .

小苏打与酸性发生反应后，会产生 CO2，冒出小泡泡。这些泡泡裂

开，就会溶解周围的污渍，使之容易清除。其发生反应时，如果把

醋加热，效果会更好

抗菌作用

=清洁之后再喷上醋可以预防细菌

醋又很强的杀菌作用。因此，用小苏打清洗干净之后，再表明喷上

一层醋，利用醋的杀菌作用，可以使器具保持清洁。

用小苏打清除污渍

利用小苏打和醋发生反应时产生的泡泡来清除器具上的污渍。在倒上醋之前，如果先将又

污渍的部分擦干净，效果会更好。



喷上醋来消灭细菌

用小苏打清除污渍之后，最后喷上一层雾状醋水，这样就可以防止细菌繁殖了。

环保无毒，安全放心的天然成分

从很早开始，在制作点心和去除涩味的时用的就是小苏打。它的碱性

属性，可以与酸性的油污和汗渍中和，让这些污渍变的容易清除。而

且，小苏打的细小颗粒，可以研磨清除发霉物和尘埃附着物。另外小

苏打是自然界和人体中都含有的天然成分，安全性很高，环保无毒是

非常优良的去污用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要善用小苏打，

对身体、对环保都是有益的。



1 研磨作用
小苏打的颗粒非常细小。这些颗粒中充当了研磨机的作用，效果非常好。用小苏打不会损伤

器具的表面，只需轻轻摩擦，就可以清除污渍。

2.除味作用
碱性的小苏打，与酸性异味发生反应，进行中和，就可以除去异味。除味作用可持续两个月

3.中和作用
大多数的污渍都含油和脂肪酸的酸性物质。碱性的小苏打可以与酸性物质发生反应，中和污

渍，使其变成易溶于水的物质，起到清洁作用。

4.发泡作用
小苏打在中和酸性的时候，会产生 CO2，出现小泡泡。这种泡泡可以使污渍脱离器具，容易

清除。在家庭清洁中，常常利用小苏打和醋发生反应的发泡作用。

5.软化作用
小苏打可以减少水中的镁离子，钙离子等金属离子的数量，起到软化水的作用。大扫除，衣

服清洗，甚至肌肤护理等，使用软水比较好。

小苏打水

在 500毫升水中加入两大勺小苏打，使

其溶解均匀，然后把它装进喷雾器，用

的时候，直接向由污渍的部分喷洒即

可，非常方便

小苏打粉

在需要清洗的部分撒上小苏打粉，用



于除味。

小苏打糊

按照小苏打 2~3 份，水一份的比例，

制成小苏打糊。将小苏打糊刷在物质

上，可方便清除污渍。因为小苏打糊

不容易溶解，使用前需搅拌。

小苏打+精油

跟据用途跟喜好，可以在小苏打中加

入精油，由于精油香味各异。在清洁

时可以领略道不同的感觉。但要注意

精油的用量。

注：小苏打粉 250克 精油 20滴

小苏打水 500毫升 精油 10 滴

小苏打糊 小苏打粉 2大勺，水一大勺，精油一滴



根据纯度不同，小苏打分为药用、食用和工业三种。纯度高的药用

小苏打，可以通用于皮肤护理、烹饪、家庭清洁等所有场所。相反工

业小苏打不能用于皮肤护理，烹饪等。各类小苏打制品都由明确的说

明，所以在使用前一定要确认好哦!

厨房的清洁

撒上小苏打，再用醋抗菌

厨房每天都要进行烹饪，污渍会不断产生。因为是烹饪食物的

地方，所以要格外注意保持清洁和安全。能够随处买到切放心的醋和

小苏打，就要发挥神奇的作用啦！



用小苏打+醋处理顽固的油污和水垢

小苏打+醋清除煤气灶油渍

1.调配好小苏打水和醋水后，在煤气灶温热的时候，先喷上小苏

打水，擦拭油污。

2.擦干净后，再喷上醋水，用抹布擦干净，醋水还有抗菌作用。

小苏打+肥皂+醋清洁煤气灶底座

1.有污渍的煤气灶底座，先用肥皂使污渍剥离。



2.再撒上小苏打粉，用清洁球摩擦，然后冲洗。

3.擦干水汽，喷上一层醋水，擦拭干净。这是煤气灶已经干干净

净了

小苏打糊清除支架污渍

1.在支架的污渍上涂一层小苏打糊，稍等片刻。

2.擦拭小苏打糊去除污渍，再喷上醋水。

小苏打粉清除煤气灶底座污渍

对于容易弄脏的底座，清洁之后要再加一层保护，就是在底座上撒上小苏打粉，然后可以直

接进行烹调。下次清洁的时候，往底座倒一点水，污渍就会立即溶解，然后再稍微擦拭即可。

最后，还要在底座上重新撒上小苏打粉，以便日后清洗。

小苏打+醋清除房水槽

1.在水槽内侧撒上小苏打，用海绵擦拭后，再用水冲洗。

2.喷上醋水，用抹布擦拭，抗菌、无污渍的水槽清洁就完成了。



小苏打+醋清除生活垃圾异味

在水槽内用来盛放生活垃圾的水漏底部，清除掉生活垃圾后撒上

一层小苏打粉，然后喷上一层醋水。这样就可以去除掉生活垃圾的异

味了。

用小苏打+醋安心清洁

烹调食物的地方



小苏打+醋清洗油烟机

做完饭后，抽油烟机有余热时，喷上小苏打水，用抹布擦拭干净。

然后再喷上一层醋水，擦干净

清洗排风扇

撒上小苏打粉，用湿海绵擦拭污渍，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清洗顽固污渍

在长年积累着油污的排风扇上涂一层小苏打糊，用保鲜膜包上，

放置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去掉保鲜膜，喷上醋水，再用水冲洗擦干。

肥皂+小苏打粉+醋水清洗油壶

1.湿海绵打上肥皂，气泡后，擦拭油壶上的污渍

2.用水冲洗干净，再撒上小苏打粉，用干海绵轻轻擦拭。

3.再喷上一层醋水，用抹布擦干。



小苏打+醋清洗砧板

在整个砧板上都撒上小苏打粉，然后再喷洒上醋水，使其产生泡泡。

放置一段时间之后，用海绵擦拭砧板，去除污渍后，用热水冲洗。最

后用抹布擦干。

小苏打+醋+精油清洗冰箱内侧

1.在冰箱内侧的污渍上撒上小苏打粉。

2.用海绵擦掉污渍。

3.在醋水中加入自己喜欢的精油，喷洒在冰箱里，用抹布擦干。

小苏打糊+醋清除冰箱门框的污渍



藏在冰箱门框里的污渍，要用牙刷蘸着小苏打糊，一点点的清除。去

除污渍后，用抹布擦干净，再喷上醋水，擦干。

醋水清除壶中的水渍后，小苏打清除外侧污渍

1.在热水壶中加入热水，然后倒入 50毫升的醋。

2.煮沸后放置一个晚上。然后，用海绵擦拭内壁，用水冲洗。

3.外侧的汗渍，撒上小苏打粉，用海绵擦洗干净。

小苏打+醋清洗厨房用家电的污渍

塑料和不锈钢制品的厨房用家电，在表面撒上小苏打粉后，用海

绵擦拭，然后喷上醋水，擦干，只需两步。

小苏打+醋+精油清洗微波炉和烤箱的油污

1.因食物的油渍而变得黏糊糊的微波炉和烤箱，在玻璃窗上均匀的撒



上小苏打。

2.用抹布或者餐巾纸擦拭，去除污渍。

3.然后喷上加精油的醋水，用抹布擦干。

PS：微波炉有异味时，将一杯小苏打水放进微波炉煮沸，然后用餐巾

纸等擦掉内部的污渍

烤箱的托盘大多是铝制的，注意不要使用小苏打。托盘以外的

部分可以用小苏打来清除污渍，最后喷上一层醋水。用毛巾擦干。

用小苏打进行厨房污垢的

快速清洁

顽固油污，要用肥皂+小苏打来清洗，这样可令器具回复光泽。

烤架焦糊了，时间长的就变的不容易清洗。使用后，最好马上就进行

清洁，保持器具光亮。

烤架上的焦痕



1.撒上小苏打粉，油污就会被小苏打吸收。

2.在清洁球上倒入肥皂水。

3.擦洗烤架，清除污垢。除掉污垢后，用水清洗。

餐具的油污

沾满油污的餐具，用小苏打能很快清洗干净

1.沾满油污的餐具，要先用报纸或者抹布擦拭，然后，在上面撒上小

苏打粉。

2.放置一段时间后，用海绵擦洗干净。

烤架底座上铺上小苏打，预留油污的产生

每次清洗烤架都会花很长时间，如果在底座上稍微加一道工序，清洁

餐具的油污

烤架底座的污渍



就会变的轻松。在底座铺上一层小苏打。在进行烹调，这样小苏打就

会把油吸收，不会产生焦糊。

瓷砖缝隙里的油污，用小苏打糊来清除

煤气灶台里的污渍往往容易被忽视。特别是瓷砖的缝隙，会积累长年

的油污，要认真的清洗干净。

1.在煤气灶台瓷砖的缝隙里涂上小苏打糊

2.如果污渍很多，就盖上一层保鲜膜。

3.大约 30 分钟后，污渍剥离，拿去保鲜膜，用牙刷清除瓷砖缝隙中

的污渍。

4.用水冲洗残留的小苏打糊，擦干净。

长时间不用的刀叉勺等餐具上，会蒙着一层顽固污渍，这是用小苏打

+醋去清洗效果会很好。

1.取等量的醋和小苏打，作成清洗溶液。

2.在生锈的部分加上清洗溶液，泡一小时左右，用牙刷刷掉污渍再用

灶台内侧的污渍

用小苏打+醋对付顽固污渍



水冲洗。

如果用水洗过后仍有异味，就用醋水浸泡除味

塑料制品特有的味道。可以通过浸泡醋水除掉。

1.在盆里加水，然后倒入 3大勺的醋。

2.放入有爱清洗的塑料容器，稍微浸泡。然后用水擦干。

小苏打的研磨作用让不锈钢和银制品都闪闪发光

皮肤敏感的人，可以用布来擦拭去污。

1.把刀叉勺餐具用水打湿，撒上小苏打粉。

2.擦拭污渍，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不同的污渍，不同的使用方法

用小苏打清洗烹调用具的油污

塑料制品除味

刀叉等餐具的污渍



用浓度高的小苏打来清洗烧糊的锅底

锅底的焦糊去不掉，就用小苏打水来清洗把！由于把锅煮沸，小苏打

渗透倒污渍中，就会容易被清洗。

1.加入正好能掩住锅底的水，然后放 100g 小苏打，使其溶解。加热

使水沸腾，在放置一个晚上，充分浸泡。

2.用海绵擦拭，把污渍去掉，再用水冲洗干净。

用小苏打+醋来解决不容易清洗的油污

沾在锅底的顽固油污很难去掉看，这时就要发挥小苏打和醋的双重功

焦糊的锅底

锅底的油污



效，把油污彻底清除。

1.首先再锅里加上一小杯水和一大勺小苏打。

2.然后加一大勺醋。

3.搅拌均匀，加热沸腾。冷却之后，一点点地把污渍去掉，然后用水

冲洗干净。

利用小苏打的研磨作用，来清洁容易划伤的平底锅

容易划伤的不沾平底锅，不可以用清洁球使劲擦。利用小苏打的研磨作用，可

以将顽固污渍都清除掉。

1.取出小苏打糊，放再海绵上。

2.用海绵慢慢的擦拭平底锅上的污渍，然后用水冲洗。如果还沾有油渍，就再用

海绵蘸着肥皂水，擦拭干净

用小苏打清除不锈钢器皿上的污点和焦糊

容易划伤的平底锅

水壶的污渍



经常加热变得斑斑点点的不锈杆水壶，用小苏打清洗，会变得闪闪发

光。

1.在水壶外侧有污点的地方撒上小苏打粉。

2.用指尖用力摩擦。

3.污点去掉之后，用水冲干净。

细小污渍，都交给小苏打来处理吧

轻松清洗日常餐具和用具

茶滤网的顽固污渍用小苏打糊来清洗

在难以清洗的茶滤网上均匀的涂上小苏打糊。

1.手指抹上小苏打糊。

2.在茶滤网的内侧和外侧涂上小苏打糊，用手指擦拭。最后用水冲洗

干净。

茶滤网的污渍



不用漂白剂，只要用小苏打也可以把茶锈清洗干净

利用小苏打的研磨作用，轻松去除茶锈。

1.把茶碗和咖啡杯用水弄湿，撒上小苏打粉。

2.在残留茶锈的地方用手指擦拭，清除污垢。最后，用水好好的冲洗

干净，干燥后放置留用。

水杯内部异味用小苏打来消除

对于内部很难清洗的水杯，就用小苏打定期清洁。即使有明显异味的

时候再清洗，效果也很好哦。

1.在水杯中加入水，再加两大勺小苏打。

2.盖上盖子，上下晃动。把水倒出来，反复用水冲洗干净。

茶锈

水杯的异味



藏在过滤器里面的污渍用牙刷刷掉

藏进过滤器槽里的污渍，就用小苏打清除。

1.过滤器内部用水打湿，撒上小苏打粉。

2.放置一会儿，用牙刷把槽里的污渍刷掉。再用水冲洗，干燥后留用。

细小污渍和臭味用小苏打清除掉

果汁机的细小污渍和臭味很难清除。用这种方法能轻松去污，大家可

以安心用果汁机了!

过滤器的污渍

果汁机的污渍



1.在果汁机中加入半杯水，1小勺苏打粉。

2.盖上盖子，按下按钮，搅拌大约 30秒中。

3.倒掉杯中的水，用海绵擦拭内壁，同时用水冲洗干净。

每天勤清洁

养成用小苏打+醋清洁的习惯

每天都用小苏打进行清洁，可延长

菜刀的使用寿命

刀刃是菜刀的生命，只要每天都注

意清洁，就能延长菜刀的使用寿

命，还可以醋磨刀，使之更光滑，不妨试试哦

1.在菜刀上撒上一小勺的小苏打

粉。

2.用海绵擦拭，用水冲洗后，用抹

布擦干

抹布每天都用到，必须保持清洁。抹布

用完之后，用小苏打清洗，要养成这个

好习惯!

菜刀的污渍

抹布的污渍和异味



在厨房发挥很大作用的抹布，实际

上沾有很多细菌。如果清洗不干净，

就会把厨房弄脏。要养成在厨房的

各项工作结束后，用小苏打把抹布

清洗干净的习惯哦!

1.用完的抹布先用水洗干净，再平铺开，撒上小苏打粉。

2.放置一会儿，用清水漂清，展开后，晾干留用。

制冰盘要用醋水清晰除味

制冰盘里的水是钙质残留物，用醋

水就可以清除。

1.在制冰盘里撒上水。

2.加入三大少醋，浸泡大约二小时。

用水洗干净。

清除顽固污渍的得力助手钢丝球，要防止其生锈

钢丝球用完后，直接泡进小苏打中。

在盆里加水，把钢丝球放进去。加入 1 小勺

小苏打，浸泡一会儿。甩干之后，晾干留用

为制冰盘除污

预防钢丝球生锈



细心营造舒适生活

用小苏打+醋清除异味和污渍

不容易清洗的角落油污用小苏打就能彻

底清除
容易产生异味的保鲜盒，用小苏打可以防止异

味和发粘。

1.首先冲洗保鲜盒的污渍，在四个角撒满小苏打

粉。

2.用海绵擦拭，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在 200g小苏打中加入 50毫升的肥皂液。搅拌均匀，在加入一大勺醋和自己喜欢

的精油，就可以制成去除顽固污渍的去污剂。

蔬菜上残留的农药用小苏打轻松去

除。

保险盒的污渍和异味

去污剂的制作方法

蔬菜的污渍



利用小苏打软化水的作用，轻松地洗

出放心干净的蔬菜。

1.在盆里加水，把蔬菜放进去，加入一

小勺小苏打搅拌均匀。

2.在小苏打水中，慢慢的洗净蔬菜。

注：请使用食用小苏打来清洗

利用小苏打的强效除味作用，保持厨房的清新舒适

在夏天，垃圾桶会留有异味。用小苏打+精油除味。可以享受清新的

香味。

1.在垃圾桶里放进塑料袋，然后均匀撒上小苏打。

2.也可以用加入精油的小苏打，根据个人爱好选择

垃圾箱的除味



卧室、玄关的清洁
去除灰尘和汗渍，发挥除味作用

作为生活中心的卧室，存在者各种各样的污渍。迎接客人的玄关，也是需要经

常保持干净的地方。根据各种污渍的种类不同，使用“小苏打+醋”，可以营造

舒适的居住空间

在开口的容器中加入小苏打，只要在

壁橱和柜子的角落，就能轻松除味

电脑键盘上的污渍，用蘸有小苏打水的抹布

擦拭，污渍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用小苏打+醋清除污渍和异味

小苏打+醋水清除窗户上的顽固污渍

平时在窗户上喷醋水，用橡胶刷子擦拭干净

1.在打湿的海绵上撒上小苏打粉。

2.用海绵擦拭污渍

3.喷上醋水后用抹布擦干

1.把地板抹布蘸满醋水，然后擦拭地板。

2.顽固污渍要涂上小苏打糊，放置一会

儿。

3.污渍除掉之后在上面喷上醋水，用毛

巾擦干。

顽固污渍的清除

小苏打糊+醋水清除地板的污渍



小苏打+醋清除木板上的涂鸦

1.在乱涂的蜡笔画上撒上小

苏打粉。

2.在湿海绵上打上肥皂，使其

起泡泡，然后用力擦拭

3.清除掉乱涂乱画的涂鸦之

后，喷上醋水，用毛巾擦干。

小苏打清除地毯的污渍

1.在整个地毯上撒上小苏打粉。

2.为了让小苏打渗透在地毯中，用

手涂均匀之后放置一晚上。

3.第二天早上用吸尘器吸走小苏

打。

4.对于顽固污渍，要涂上小苏打糊

放置一会儿。

5.在上面喷醋水，用毛巾擦干。

苏打+醋去除房间异味

利用醋水空气清新剂喷在室内之后，要进行换气。但是，让异味完

全消除，还需要一段时间。



自制小苏打除味剂。在容器中加入一杯小苏打和自己喜欢的精油 20

滴，搅拌均匀。隔一个月换一次。

小苏打+醋清除天花板和墙壁的污渍

1.在湿抹布上撒上小苏打粉，擦拭污渍。

2.用水擦洗之后，再擦干。

消除油烟污渍

1.在海绵上喷醋水。

2.用海绵轻轻擦拭天花板和墙壁

小苏打水清洗门内侧，醋水清洗门外侧



门内侧 门外侧

1.在抹布上喷上小苏打水。 1.喷上小苏打水，用橡胶刷子去除污渍

2.擦拭门把手。 2.用抹布擦拭把手

3.门内侧也要擦干净 3.擦拭整扇门

小苏打糊+醋清洗鞋柜

1.把鞋子从鞋柜拿出来，用扫帚或掸子弹掉沙子或灰尘。

2.在污渍上涂上小苏打糊，用牙刷刷掉污渍。

3.鞋柜外侧用含醋水的抹布擦拭

不必专门的油污溶解剂，只用醋水即可

沾有窗户玻璃上难看的油漆，用醋水就可以彻底清除掉。

1.在玻璃上油漆污渍上盖上一层化妆棉。化妆棉上再喷上一层醋水，放置一小时以上。

2.用塑料刮刀轻轻的刮掉污渍，注意不要划伤玻璃。



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用小苏打+醋清洗纱窗

纱窗细小的网格上积累了很多的灰尘，清洗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如

果用小苏打和醋，就可以不用摘掉纱窗而轻松清洗。清洗时，会有水

滴落在窗台，在下面垫块布就可以。

1.在浸水的刷子上撒上小苏打粉。

2.将刷子从上到下移动，清洗纱窗。

3.用湿海绵擦拭纱窗。完成后，再用含有醋水的抹布擦干。



用小苏打糊清除窗框污渍，牙刷是主角

窗框容易被人忽视，其实，这里堆积着很多的灰尘。用吸尘器吸走灰

尘后，用牙刷和小苏打糊来清除顽固污渍，窗框就会焕然一新。

1.用一次性筷子或者竹签，把窗框里的灰尘逃出来。

2.用吸尘器吸走脱落的灰尘。

3.用水冲洗，还可以用吸水性好的好海绵或抹布吸水，再擦干。

用小苏打+肥皂+醋清除顽固油渍

浸入地毯纤维的油渍很难清洗，但用小苏打、肥皂、醋的组合，还是

可以彻底清除的。如果放置时间很长，就容易产生瘢痕，所以要及时

清洗。



1.在污渍上撒上小苏打粉，放置一会儿。

2.用湿海绵蘸取肥皂液。

3.用“2”的海绵擦拭污渍。

4.再喷上醋水。

5.用毛巾擦干。

用小苏打清洁家具

小苏打清除布艺沙发的异味

布艺沙发的异味是整个房间有味最大的原因之一，那么撒上小苏打来

除味吧。对于难以拆下沙发套清洗的布艺沙发，这种方法更有效。

1.在整个沙发上撒小苏打粉，放置 2小时左右。

2.用吸尘器吸干机上面的小苏打。



小苏打糊清除皮革上的霉斑

皮制沙发因为受潮而易滋生霉斑，如果少量，可以用小苏打糊来清除，但是这种

办法不能用于毛革沙发。

1.在霉斑上涂上小苏打糊，放置一个晚上，用牙刷刷掉。

2.再用水擦拭。

3.擦干之后用皮革专用蜡油，增加光泽。

小苏打粉清除毛巾被和毛毯上的异味

一直放在厨壁里的毛巾被和毛毯，拿出来的时候有种发霉的味道，用

小苏打来除味吧！

1.在毛巾被和毛毯上均匀的撒上小苏打粉。

2.把毛巾被和毛毯翻过来叠好，放置二小时左右。

3.用吸尘器吸干小苏打，拿到户外晾晒。



用有抗菌作用的醋水擦洗餐桌

用来放置各种食物的餐桌需要经常保持干净，特别是食物留下的痕

迹，时间长不容易清洗掉，会变成顽固污渍。所以更要养成用后清洗

的好习惯。利用醋水的杀菌抗菌作用，可以使餐桌时常保持干净清爽。

1.在整个餐桌上喷上醋水。

2.用干抹布擦干净

用小苏打清除家电的污渍

擦掉静电聚集的灰尘，还有电视机闪亮的外表。

如果在电视机上面喷水，水汽就会深入

到电视机内部，导致电路出现故障。一

定要先在毛巾上喷水，然后再擦拭电器。

在清洁之前一定要拔掉电源插头。

1.在毛巾上喷小苏打水。

2.擦拭电视上的污渍。

3.在毛巾上撒醋水，再擦拭一遍。



用小苏打水擦拭后，一定要擦掉水汽。

日常生活中，电脑是必不可少的，

每天都要接触键盘，常常是满是汗

渍和食物残渣。首先拔掉电源，用小苏打说擦拭污渍，一定要擦掉水

汽。但是注意不要用小苏打水擦拭电脑屏幕。

在毛巾上喷上小苏打水，慢慢的擦拭污渍，最后再用干净的毛巾再擦

一次。

用小苏打清洗出风口的霉味

淡季闲置的空调会积累很多灰尘，注

意要每月用小苏打清洗空调一次。而

且，用小苏打清洁出风口，可以消除

霉味。

1.用抹布蘸取小苏打糊。

2.用蘸取小苏打糊的抹布擦拭空调

的出风口。

3.最后用抹布擦拭干净，晾干。

为了下一次能舒适地使用，在储存之前用小苏打水清洁



电风扇的护罩和扇叶等，只要使用一季，就会发现沾了很多的灰尘和

油污。必须要用小苏打水清洗后，再整理储存。但扇叶的材质不同，

有的容易比较划伤，所以要先在不起眼的位置试下，再清洗整个扇叶。

1.拔掉电源。卸掉护罩和扇叶。

2.在海绵上喷上小苏打水。

3.用“2”的海绵擦拭扇叶。

4.用水冲洗干净。

5.轻轻的擦拭掉水汽。

6.用喷有小苏打水的抹布擦拭护罩部分。

7.用“6”的海绵擦拭电风扇表面和底座，最后用抹布擦干。



用小苏打去除玄关的污渍

用小苏打使劲擦洗鞋子留下的泥沙

用小苏打代替洗涤剂，用湿刷子使劲擦，这样不

会使灰尘乱飞，能清洗干净。

在玄关口撒上小苏打，用湿刷子擦拭污渍。最后

用水冲洗干净，晾干。

用小苏打清理玄关蹭鞋垫的灰尘

容易进入人们视线的玄关蹭鞋垫，应该时

常保持干净。人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会积

累很多的灰尘，多以对蹭鞋垫要时常清

洗。用小苏打进行去污和除味，现在就开始吧。

1.在整个玄关蹭鞋垫上撒上小苏打粉。

2.用手指把撒上的小苏打粉涂均匀，稍微放置一段时间。

3.用吸尘器吸干净。

在不伤害皮鞋的基础上，用小苏打糊把

污渍擦掉，主要是去掉细小的垃圾和灰

尘



用小苏打清除运动鞋的臭味

运动鞋等臭味，可以直接撒上小苏打

的方式来清除。

在穿鞋之前，先在鞋中撒上小苏打

粉。有臭味，多撒一些小苏打，放置

一晚上。穿的时候把小苏打倒掉。

旧袜子可以再利用，做成外表可爱的鞋用香囊。

制作方法很简单，放入摆在玄关的鞋子里，除味效果可以持续 2~3个

月！

1.旧袜子和紧身裤等，可以截取脚尖部分约 15 厘米。加入一杯小苏

打和 20 滴左右自己喜欢的精油，混合均匀。

2.用橡胶绳绑紧开口，用丝带装饰。

3.把香囊放到鞋口位置。



浴室、卫生间的清洁

用小苏打+醋彻底清除霉点和水垢

浴室、卫生间的清洁，主要是清除霉点和水垢！用小苏打去掉霉点，

用醋使水垢剥离，保持浴室，卫生间的干净整洁，开始行动吧

用小苏打+醋营造情节的浴室空间

小苏打糊+醋防止发霉

1.小苏打糊在发霉的地方

摩擦，用水冲洗。

2.洗完澡后，取下喷头用

凉水刷洗，降低浴室的温

度。

3.用家用擦玻璃器把水分



擦干。

4.最后在整个浴室内喷洒醋水。

小苏打+醋去除浴缸上的水垢+皮脂

1.在浴缸内侧撒上小苏打粉。

2.在海绵上喷上醋水。

3.用 2 的海绵擦拭浴缸。

4.先用水冲洗，再擦干水分。

小苏打+醋清洁淋浴器的污渍

1.把喷头放在醋水中，浸泡一晚上。

2.在喷头上涂小苏打糊，用牙刷擦洗

污渍。

3.用水冲洗干净

1.在湿海绵上撒上小苏打粉。

2.用海绵包裹住水管擦拭，然后用水冲洗干

净



小苏打+醋清除墙壁的污渍

1.在毛巾上撒上小苏打粉，再喷上醋

水。

2.在小苏打和醋起反应时，用抹布擦

拭墙壁。

3.用水冲洗，然后擦干水分。

肥皂+小苏打清除顽固水垢

浴缸的水位线部分容易积累热水的水垢。对付粗涩顽固的水垢，要用

肥皂+小苏打进行集中清理。经常使用加入小苏打成分的浴盐，水垢

就不容易积累。

1.在湿海绵上倒入肥皂液。

2.在 1中的海绵上再撒上小苏打，擦拭顽固污渍。

3.用水冲洗干净，最后擦干水汽。



小苏打+牙刷去除浴室墙壁上

的黑霉斑

浴室墙壁缝隙容易滋生霉菌，一定要多

加注意。用牙刷清除霉斑吧！在牙刷上

涂上小苏打糊，然后摩擦霉斑部分。最

后用水冲洗干净。

小苏打水瞬间清除脸盆上的水垢

脸盆等盛水用具上附着有水垢污渍，喷上小苏打水后，用海绵擦拭，

就可以完全清除。使用含有小苏打成分的沐浴盐，这样泡澡的同时，

还能清除水垢，一举两得。

1.在海绵上喷上小苏打水。

2.用海绵擦拭污渍，再用水冲洗。如果是顽固污渍，要在海绵上撒上

小苏打粉，再次擦拭污渍。



发挥醋的抗菌作用，防止海绵的细菌繁殖

每天用来擦洗身体的海绵之类物品，也要时常清洗。醋有抗菌作用，

用海绵蘸醋水，就能防止细菌繁殖，在阳光晒下，海绵会回复清洁

1.在洗脸盆中倒上醋水，把沐浴海绵放进去，浸泡一个晚上。

2.用水漂洗几遍，然后在阳光下晒干。

用小苏打加精油的浴盐，在享受香味的同时，皮肤也变得光滑

在浴缸里加入小苏打浴盐，皮肤就会变得光滑湿润，并能享受到泡澡

后的惬意。推荐在小苏打中加入精油。用于放松的熏衣草精油，用于

振作精神的葡萄柚精油，有清凉功效的玫瑰精油。



1.在容器中加入两大勺小苏打。

2.再加入自己喜欢的精油两滴，混合均匀，倒进浴缸。

用容有小苏打水擦拭皮肤，会感觉瞬间清凉

小苏打水能够清除身体表面的污渍，使人干净清爽。如遇生病受伤而

不能泡澡的时候，一定要试试这种方法。在夏天或在运动后使用这种

方法，还能防止汗味，非常方便。

1.在脸盆里加入 80%热水，倒入 3~4 大勺小苏打，搅拌溶解。

2.把毛巾在水里浸湿，然后拧干。

3.用 2的毛巾轻轻的擦拭身体，如果觉得小苏打没有完全溶解，就用

沾有干净热水的毛巾再擦拭一遍。



把小苏打作为浴盐使用，有甚多

神奇的效果，大家知道是什么嘛？

第一，肌肤变得光滑，全身感到清爽舒适。

如果加入精油，还能闻到诱人的香味。

第二，对浴缸有清洁效果，小苏打能够抑

制水垢依附在浴缸上，剩下的洗澡水还可以作为小苏打水，用做各种

清洁工作。

第三，用于足浴，可以去除脚部浮肿和臭味。

通过小苏打浴，可以快乐舒适的度过泡澡时间，享受生活的乐趣。

用小苏打+醋清洁卫生间

在污渍形成黑色或者黄色固体

前，用小苏打彻底清洁。

每天都要使用的卫生间马桶，水

位的边界线部分积累了很多的污

渍。在污渍没有变得顽固之前及时清理，就不会产生黑色或者黄色的

固体，清洁工作也比较轻松。养成小苏打清洁的习惯吧！

1.在马桶内侧撒上小苏打粉，浸泡 5~10分钟。

2.用厕刷摩擦污渍，用水冲洗干净。



1.在污渍上涂上小苏打糊，用牙刷去除

污渍，用湿海绵擦拭。

2.水龙头部分用浸着醋水的纸包起来，

防止 2~3 小时，细小污渍用牙刷刷掉，用水冲洗，再用抹布擦干。

1.在整个镜面上喷上醋水。

2.用软布擦掉醋水和污渍。

1.在毛巾上喷洒小苏打水。

2.用 1的毛巾擦拭洗脸台。

3.最后喷上醋水，用毛巾擦拭

小苏打+醋清洁洗脸台



清洗发霉物

转动洗衣机时，向里面加入 2/1 的杯的

小苏打。平时用小苏打来清洗，附着在

洗衣机壁上的霉斑会被慢慢剥离，达到清洁效果。

清除肥皂渣

1.在洗衣机里放水，到达最高水位，然后加 2~3 杯醋。

2.让洗衣机旋转数分钟，放置一个晚上，第二天放掉水即可。

只要加入小苏打就可清除污渍，消除水箱的堵塞现象

你遇到过水箱突然出水不顺的情况吗？这时，在水箱中加入小苏打，就可消除堵

塞现象。

在水箱中加入 1杯小苏打，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用水冲干净。



只要在卫生间里放上小苏打，就可以达到彻底除臭的效果。除臭后的

小苏打，还可以用于马桶和水箱的清洁，很方便吧！

1.把小苏打放进纸杯或者开口瓶子中。

2.把 1的小苏打放进卫生间的角落，每隔 2~3 月更换 1 次。

用小苏打打造明亮干净的洗脸台

用浸过醋水的卫生纸包住水龙头，

去掉上面的水垢

附着在水龙头金属部分的水垢，可

以用小苏打糊+醋来清除。水龙头

变得干净明亮，整个洗手台的清洁

度也会跟着提高。

1.用浸过醋水的卫生纸包裹住水龙头的污渍，放置 2~3 个小时。

2.细小污渍用蘸有小苏打糊的牙刷来摩擦清除。

3.用水冲洗干净后，再用抹布擦干水分。



用小苏打水轻轻擦拭灯泡上

的灰尘

平时不容易注意到的灯泡，积累了很

多污渍和灰尘。通过清洁照明用具，

灯光和洗手台会立刻变得明亮。

1.确认关掉电源后，取下灯泡。

2.用喷有小苏打水的毛巾擦拭污渍，最后一定要擦干水分。

为了轻松清洁，先了解一下异味的性质吧

与油相关的臭味是酸性，其它都是碱性，了解臭味的性质，可以更加

有效的去除臭味

小苏打+醋的清洁力量之一，就是除臭作用。与市销的芳香剂相比，

它不含人工香精，建议一定要活用他们的神奇效果哦！

臭味和污渍一样，都是带有酸性或碱性的。

如果不知道性质，的确很难有效的清除异味。比如鱼的腥味属于

碱性，如果不用酸性的醋俩除味就不能很好的除臭，因此了解臭味的

性质，就能更轻松，更快捷的清洁了。

那么怎样才能了解异味的性质呢？



简单的说就是判断异味是不是因为油而产生的。

如果是因为油而产生的，就是酸性的。可以用碱性的小苏打来清

除。这里所说的油，包括各种皮脂，比如与体味相关的鞋臭和头发味，

都可以用小苏打来去除。

如果不是与油相关的异味，那就是碱性的，可以用酸性的醋来去

除。马桶的氨水味和烟味都属于这一类。

如果乱用小苏打或醋来除味，是不可能从分发挥作用的。正确的

认识异味产生的原因，才能更有效的去除异味。

如何对付复合型污渍

使用小苏打+醋的清洁原则，就是将污渍复合化之前，尽早将其

清除

使用小苏打+醋清洁，最重要的是，不同的地方要使用不同的用

品。虽然小苏打和醋油具有良好的清洁作用，但他们各自对应的污渍

和总类也不相同，如果不嫩那个正确掌握各自属性，就不能切身感受

自然换保的清洁效果，那岂不可惜？

“污渍的种类”可能不会认为很多，但其实不然。污渍的种类大

致分为酸性和碱性两种。只要掌握这两个属性，进行清洁时，无论什

么污渍都能很好的清除。

对因为身体出油而造成的酸性污渍，用碱性的小苏打最有效。这

种油污，多数在厨房和我们平时接触多的地方。但是，还有油污在空

气中飞散、与灰尘结合成污渍。由此可见，污渍也有由酸性和其它污



渍结合成的复合型污渍。

复合型污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顽固污渍。很不容易清除。所以建

议使用本文介绍的小苏打+醋的组合去除。

其它物品的清洁
无论衣服、汽车、还是宠物，都可以发挥小苏打的清洁

作用。

小苏打并不局限于市内清洁，对于各种污渍都可以发挥其清洁作

用。因为是安全放心的天然材料，所以也适用于婴儿或者宠物。了解

这些用法，生活会更方便。

在宠物身上撒小苏打粉，用梳子梳洗，除去污

渍和异味。



不能水洗的玩具熊，用小苏打可以将污

渍和异味一扫而空。

汽车前挡风玻璃，只要用小苏打擦拭，

就会变得干净，而且不用当心划伤。

顽固皮脂污渍聚集的领子和袖口，利用

小苏打+醋来清除

更多更方便的小苏打+醋活用法

是暗淡变黑的银饰重新回复光泽

银饰上的黑斑，就用小苏打来清洗，使

他重新变得闪闪发亮吧，但是这种方法不适

合用于镶由宝石的银饰。

1.在 10 毫升热水中加入三大勺小苏打

粉。

2.把银饰用铝箔包起来。

3.把 2 中的铝箔放入 1 中的。浸泡约 10
分钟.



4.拿出去后去掉铝箔，用水冲洗干净，再擦干水分。

找回随着时间而失去光泽的硬

币的光辉

出国旅行带回来的国外硬币或纪念

章，这些珍贵的纪念品随着时间变得色

泽暗淡，不同担心，用小苏打糊来擦拭

硬币，就可以轻松找回原有的光泽。但

是古董硬币所特有的古风会消失，要谨

慎对待！

用小苏打去除烟灰和烟味

只用水洗而不能完全洗净的烟灰缸，可

用小苏打代替洗涤剂来清除污渍。使用

前，先在烟灰缸底部铺上一层小苏打，

不仅可以吸收烟味，还可以防止烟灰乱

飞

用小苏打慢慢刷掉毛皮革上的污渍

毛皮革等精致材料很难在家完成清洗。对

不起眼的污渍，就交给小苏打吧。在物资

上撒上小苏打，用牙刷慢慢的刷。讨厌的

污渍就被慢慢的清除掉了。



游泳池里的盐酸和小苏打产生中和反应，可

延长泳衣的使用寿命

游泳后，用过的泳衣如果不及时清洗，游泳

池的盐酸就会破坏泳衣的质地。洗涤之前，

用小苏打来中和盐酸，就难延长泳衣的使用

寿命。同时有恩呢该除掉盐酸的异味。

1.在洗脸盆里倒入 80%的水，然后加入一大勺小苏打。

2.把泳衣浸入 1里，浸泡 2~3小时。

3.倒掉洗脸盆里的小苏打水，再用清水手洗。

园艺护理也可以用小苏打，使植物蓬勃生长

擦拭叶子表面的灰尘，使绿色更

加鲜明

观赏植物让人们感到心神安稳，

有种不可思议的愉悦精神的效

果，但是，如果叶子上积累了很

多灰尘，植物的视觉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用小苏打擦拭叶子，会使其



更加鲜亮。小苏打是天然环保材料，不会伤害到植物。

发挥小苏打的神奇魔力，使家庭菜园中的西红柿更加香甜。

现在，家庭菜园很受欢迎。如果要培育西红柿，请一定要使用小苏打。

小苏打可以驱逐虫害，降低西红柿的酸性，增加甜味。

在西红柿根部的土壤上，撒上一层小苏打粉。

用小苏打制成的杀虫剂对人和植

物都是无害的

对付危害珍贵观赏植物的害虫，使

用小苏打制成的杀虫剂，就可以驱

逐虫害，而且对人和植物都没有影响。

1.把一小勺小苏打和 1/3杯植物油混合。

2.将混合后的杀虫剂倒入喷雾。

3.在植物上喷洒。

小苏打可以保持鲜花长时间的美

丽

鲜花的寿命很短，很快就会枯萎。其实，

小苏打有延长花期的作用。在花瓶中溶解一些小苏打，水就不容易变馊。只要水



质不变坏，花就能长时间保鲜!

小苏打清除汽车的污渍，不会划伤车体

不损伤汽车的烤漆表面，轻

松去除污渍

汽车需要时常保持闪亮光泽。车

体有污渍时，可以试着用小苏打

来清理。小苏打作为汽车用的去

污粉，效果相当好。颗粒柔软的

小苏打，不会损伤车体的烤漆，

还能除去全部污渍。

可清洗整个车身，并且对环境无害的洗涤剂

用含有小苏打洗涤剂的海绵擦拭整个车身，可以轻松去除灰尘和雨渍等污渍，这

种含有小苏打的洗涤剂，就算直接接触皮肤，也不会使皮肤变得粗糙。对市售洗

涤剂敏感的人，推荐使用这种洗涤剂哦。

1.在塑料桶中倒入 4升水，加入四大勺小苏打。

2.再往里面加入 3/2杯肥皂液，搅拌均匀。

.

不能整个水洗的汽车座椅，用小

苏打可以随时保持干净整洁。

不能摘掉水汽的汽车座椅，用小苏打去污，效果很好。而且对于车内



积累的食物残杂和烟味等，及时撒上小苏打粉，还能发挥除味功效。

把小苏打装进带盖的瓶子里，作为车内常备物品，用时非常方便。

婴儿用品和宠物也可以用小苏打清洁

用小苏打水去除尿布的异味

附着再尿布上的污渍和异味，在洗涤之前，只

要小苏打水浸泡一下，就可以把污渍去除干

净。

在塑料桶里倒入 4 升水和 1/2杯小苏打。然后

把尿布放进去浸泡 1~2小时。然后按照普通方

法清洗。

均匀撒上小苏打粉，彻底吸收行李

箱的

湿气和异味

暂时不用的行李箱在收起来之后要

撒上一层小苏打粉，这样下次使用

的时候，不至于因为霉味而烦恼。

用小苏打就能保持经常干净的状

态，非常方便。

清洁行李箱



不能每天都洗澡的宠物，更要保

持身体的清洁

用小苏打+醋不仅能去除污渍，还可以除臭。在宠物身上撒上小苏打

粉，用刷子刷毛，去掉污渍和小苏打粉。在容器中加入一升水和一杯

醋，混合均匀，把毛巾浸泡在里面。拧干后擦拭宠物全身。

1.把小苏打当成餐具清洁剂来使用，既不烧手，又能把碗、盘子

等餐具洗得干干净净;也不必担心清洁剂残留问题。对洗涤剂过敏的

人，不妨在洗碗水里加少许小苏打，既不烧手，又能把碗、盘子洗得

很干净。也可以用小苏打来擦洗不锈钢锅、铜锅或铁锅，小苏打还能

清洗热水瓶内的积垢。方法是将 50克的小苏打溶解在一杯热水中，

然后倒入瓶中上下晃动，水垢即可除去。将咖啡壶和茶壶泡在热水里，

放入 3 匙小苏打，污渍和异味就可以消除。

2.将咖啡壶和茶壶泡在热水里，放入 3匙小苏打，污渍和异味就

可以消除。



3.锅底除焦：把小苏打均匀地撒在烧焦的铝锅底上，随后用水煮

一阵子，锅底上的焦巴就容易擦去了（铁弗龙、搪瓷锅不宜）。

4.小苏打还能清洗热水瓶内的积垢。方法是将 50 克的小苏打溶

解在一杯热水中，然后倒入瓶中上下晃动，水垢即可除去。

5. 用小苏打来擦洗不锈钢锅、铜锅或 铁锅可除渍去味.

6.将装有小苏打的盒子敞口放在冰箱里可以排除异味，也可以用

小苏打兑温水，清洗冰箱内部去污除味。

7.在垃圾桶或其他任何可能发出异味的地方洒一些小苏打，会起

到很好的除臭效果。

8.清洁微波炉內部、 各种容器、案板以及抽油烟机的油腻异味,

小苏打去除灶具油污:用 500 毫升水和 60 克小苏打混合，可用来做许

多清洁工作。煤气炉、烤箱、水龙头、热水瓶等处累积的污垢，用湿

抹布蘸取苏打水用力擦拭，均可去除。

9.如果家里养了宠物，往地毯上撒些小苏打，可以去除尿躁味。

若是水泥地面，可以撒上小苏打，再加一点醋，用刷子刷地面，然后

用清水冲净即可。

10.在湿抹布上撒一点小苏打，擦洗家用电器的塑料部件、外壳，

效果不错。

11.金属刀叉只要一陣子沒用，就很容易泛黑、光泽尽失。小苏

打就可以帮助这些餐具重拾光泽，而且是不论那一种金属！只要在清

洗的時候多花点功夫，就可保持餐具閃亮如新。



1.将小苏打用做除味剂。将一杯小苏打和两匙淀粉混合起来，放

在一个塑料容器内，抹在身上散发异味的部位，可以清除体味。

2.小苏打是有轻微磨蚀作用的清洁剂，是极好的天然“牙粉”。

加一点小苏打在牙膏里，可以中和异味，还可以充当增白剂。

3.加一点小苏打在洗面奶里，或者用小苏打和燕麦片做面膜，有

助于改善肌肤；

4.在洗发香波里加少量小苏打，可以清除残留的发胶和定型膏。

5.游泳池里的氯会伤害头发，在洗发香波里加一点小苏打洗头，

可修复受损头发。

1.如遭蜜蜂或蚊虫叮咬，用小苏打和醋调成糊状，抹在伤处，可

以止痒。

2.在洗澡水中放一点小苏打，可以缓解皮肤过敏。

3.在床单上撒一点小苏打，可预防儿童因湿热引起的皮疹。

4.双脚疲劳，在洗脚水里放 2匙小苏打浸泡一段时间，有助于消

除疲劳、減轻酸痛。

5.皮肤发痒或风吹引起皮肤过敏，將毛巾浸在小苏打粉溶液中，



再以毛巾擦拭皮肤即可缓解、消退。

6.將少量小苏打粉涂抹腋下，可去除体味。

7.小苏打去黑头有效 步骤如下：

a、洗干净脸。（用热毛巾拂一分钟脸，让毛孔打开。）

b、用棉花浸透小苏打水，敷在鼻子上 15分钟。（小苏打粉与纯

净水按 1：10 的比例溶解）

c、15 分钟后，拿掉棉花，就发现许多黑头浮上来了，用纸巾由

上向下轻轻揉擦，就擦掉了部分黑头下来。也可用暗疮针轻轻刮，清

得更干净。但是手法要专业，不然弄伤肌肤就不好了。

d.之后，再敷一次小苏打水，然后再清洗。最后用凉水清面，使

毛孔收缩。

8.牙痛时，可取苏打面适量，用硬纸卷一小喇叭筒，将苏打面放

在里面，由他人用嘴将苏打面吹入痛牙一侧的鼻孔内，然后用手轻轻

揉压鼻翼，很快即可止痛。如果鼻腔干燥，应设法使之湿润后再吹。

此法简便，能很快见效。

1.去除果蔬残留农药：用小苏打水清洗水果、蔬菜，可有效去除

其残留农药；烫青菜前加一点小苏打，可以防止叶绿素流失，烫好的

青菜不会变黃变黑。

2.煮海带时加点小苏打软得快。

3.炒洋葱的时间长了，会失去原味，而炒的时间短、太快了，又



使其不柔软。如果先用少许小苏打捞一下，不论妙、煮，甚至炸都能

使其柔软，而且食后容易消化。

4.剖鱼时如不小心把鱼胆弄破了，只要在胆汁污染过的地方涂上

一点小苏打，然后反复用清水清洗，就可以把鱼肉上的苦味冲去。

5.油炸面拖黄鱼、鲜虾或排骨时，在面粉糊里和上一点小苏打，

吃起来又松又脆。因为小苏打受热后分解，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

体，使油炸面糊里留下许多气孔。

6.新鲜的水果容易霉烂变质，这是霉菌、乳酸菌及许多腐败细菌

在作怪。由于它们害怕生活在碱性的环境中，因此只要把新鲜又没有

破损霉烂的水果放进 1‰浓度的小苏打水溶液中浸泡 2 分钟，然后捞

出晾干，装进食用塑料袋里密封起来，便可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样，

要保存鸡蛋或鸭蛋，也可采用这个方法。

7. 炒老牛肉前，先用加有少量小苏打的水浸渍，捞出控干再上

浆，烹炒后肉丝会变嫩；炒牛肉丝时，把新鲜的牛肉切成细丝后，放

在稀薄的小苏打溶液中拌一下，炒出来的牛肉纤维疏松，吃起来又嫩

又香。

8.烹制质地较硬的牛肉丝，烹调前可用加有少量小苏打的清水浸

泡几分钟，捞出控干，再上浆烹制，牛肉丝就会变得鲜嫩了。

9.煮海带时，适当加点小苏打，海带便容易煮软。

10.准备熟吃的萝卜，应该先切碎，按萝卜、苏打重量 300:1 的

比例，放入小苏打拌匀，做熟后即可除去辛辣味。

11.要使冻豆腐变鲜，可在锅里放好汤，加上各种调料，把冻豆



腐切成小块，放到锅里，同时把小苏打粉撒到汤里和冻豆腐上面，这

样做出的冻豆腐汤就鲜美可口了。但小苏打的用量要适当，如果放

10块豆腐，用 1/5 汤匙小苏打即可。

12.收拾墨鱼或鱿鱼干时，洗前应泡在溶有小苏打粉的热水里，

泡透以后，去掉鱼骨，剥去表皮。凡是已泡透了的，就很容易收拾干

净。

13.在盆栽花卉含苞欲放之际，若用万分之一浓度的小苏打水溶

液来浇花，可使鲜花怒放，开得更加艳丽夺目。

14.把柑橘放在小苏打水里浸泡 1 分钟，捞出沥干，装进塑料袋

里把口扎紧，可使柑橘汁味香甜，色泽鲜亮，存放 3 个月以后亦能保

持刚采摘时的风味。

15.在凉开水中放入白糖溶解，装入汽水瓶（不要太满），然后

放入 1.5 克小苏打，最后放入同样重量的柠檬酸。这时瓶中会产生二

氧化碳气体，应立即封好盖，放入冷水中，十几分钟后就可以喝了。

1.冰箱除臭:以一小空罐裝好，放入冰箱，有效除臭期限約 3 个

月。

2.放一点小苏打在鞋子里可以吸收潮气和异味。

3.洗衣时加一大匙小苏打进洗衣机里可除汗臭味；家有乳幼儿，

亦可去除布尿片及衣服被单之尿臭， 让洗好的衣物有股清爽之味



息。

4.去油污将水烧开加点苏打粉將油腻的抹布、碗盘或锅盖…煮一

下即可以降油污。试一试以热水沾少许小苏打粉，洗煤气燥、换气扇，

灶台等等。

1.玻璃和陶制品用小苏打水擦拭可去污。用于处理顽强污垢，将

水与小苏打粉以 2比 1 的比例调成膏状使用。

2.烧水壶中加些小苏打煮会儿可去水垢。

3.銀质餐具失去光亮的色泽时，用 3:1 (小苏打粉：水) 的

比例調成糊來擦拭銀器，再用清水沖洗擦干，就能恢复銀器原來的光

亮了。

4.搪瓷器皿上焦黄的斑痕，有时用去污粉也难以擦去。若用湿布

沾上一点小苏打，再使劲地擦，搪瓷器皿就会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光

亮如新。

5.家用地毯上不慎沾了油渍，可先将油渍处湿一下，再放一小撮

小苏打在上面，置一夜，翌日以吸尘器吸去小苏打，油渍即可消除。

6.在清洗油腻的器物时，将它们浸泡在小苏打的稀溶液中 30 分

钟后再洗，效果甚佳。

7.家里的塑料盛器内有异味，可以用 1 茶匙的小苏打溶于 1000

毫升的清水中，把塑料容器浸入，然后再软擦轻拭一遍，臭味即除。

8.家庭养花者，花卉含苞欲放之际，若用万分之一浓度的小苏打



溶液来浇花，可使鲜花怒放，艳丽夺目，得到美的享受。

9.小苏打能去除自來水中的氯。

10.漂白衣服時，不喜歡漂白水的味道，可將漂白水的用量减半，

再加入小苏打粉。

11.电熨斗底部有污垢时，可将一条湿毛巾叠成与熨斗底面近似

的形状，在毛巾上均匀地撒上一层小苏打粉，然后将电熨斗接通电源，

当温度达到 100 度时，在湿毛巾上来回搓擦，待看不见水蒸气时，再

擦掉小苏打粉，电熨斗底部的污垢就除掉了。

12.退黄丝绸衣服熨黄时，可用少许小苏打调成糊状涂于焦黄处，

待水蒸发后，再垫上湿毛巾熨烫一下，焦黄痕迹便可消失。

13.镜子上常会沾附洗脸时飞溅而來的水渍，看到这样的镜子，

心情都会变灰暗。这时只要用小苏打擦拭镜面，镜子立刻就会明亮起

來。

14.利用较浓的小苏打溶液，清洗玻璃制品、银器以及不锈钢用

具等物品，比用其它洗涤剂清洗效果更好。

Q:小苏打的种类不同，颗粒大小也不一样嘛，使用时，有什

么影响嘛？

A：颗粒大的小苏打，研磨作用比较强。

小苏打有颗粒细小的种类，也有颗粒大的种类，虽然颗粒大小不用，

但是作用是一样的。颗粒小的容易与水混合，颗粒大的研磨性较强。



Q：小苏打和发酵粉有什么区别？

A：发酵粉是加工食物的小苏打。

用于食物的发酵粉，是小苏打和粉末状的酸混合后的产物。发酵粉并

不是不能用于家庭清洁，只是它的清洁效果不理想。

Q：请告诉我们小苏打的保存方法和使用期限。

A：如果在通风阴凉处保存，可以使用三年

小苏打具有吸湿作用，把它放在密闭的容器中，置于阴凉保存。如果

保存良好，可以使用三年，如果结块，那就砸开继续使用。开封时间

长的小苏打，可以先取少量与醋发生反应，如果产生气泡，就可以继

续使用。

Q：小苏打清洁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嘛？

A：使用小苏打可能会产生变色，一定要注意。

未加工的木质器具，铝制品，都不能用小苏打清洗。特别是铝制品用

小苏打清洗就会变黑，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在色彩浓重的物品上喷

上小苏打水，晾干后就会有白色的小苏打粉末，这时需要用水或者醋

水来擦拭去除了。而且不能用水洗的衣物，最好不要用小苏打。

Q:用于清洁的小苏打,不经处理就倒掉,不会对环境有害嘛?

A:使用小苏打,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小苏打不仅仅对清洁有帮助，还在中和酸雨，肥化土壤，除去垃圾臭

味等环境保护方面，都是有益的，与市售的化学制品和洗涤剂相比，

小苏打对环境的保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使用环保的小苏打，

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Q：小苏打是从哪里开采出来的？

A:小苏打的原型是矿石，它被深埋在地下。

小苏打是由“重碳酸钠”矿石经过破碎、洗洗净、加热处理、提炼、

溶解等过程，形成晶体固体。然后风干成粉末。

Q：可以用手直接接触小苏打嘛？

A：小苏打对皮肤刺激很小，可以直接接触

小苏打对皮肤的刺激很小，即使用手直接接触，也不必担心手会变粗

糙。但是高浓度的糊状物，或是长时间触碰，最好戴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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